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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歐陽
震華（Bobby）、田蕊妮、陳豪、張繼
聰、李佳芯、龔嘉欣、邵美琪、吳業
坤等一班劇集《誇世代》演員，昨日
到攀石中心進行宣傳活動。對於無綫
剛發出指引要女藝員收起性感，看來
大家都打醒十二分精神，各女藝人均
以密實打扮現身，反而是一眾男藝員
玩遊戲時要戴上安全帶，立時下體激
凸現形，Bobby更取笑坤哥「Big鵰再
現」，場面搞笑！
眾藝人分組玩攀登高牆遊戲，當
Bobby、陳豪及張繼聰下身繫上安全帶
後，齊齊「現代」，張繼聰臉有尷尬
神色半側身遮擋，三人中以陳豪身手

最敏捷，最快完成遊戲，之後到坤哥
上陣，搞搞震的Bobby幫坤哥拉緊安全
帶，繼而取笑坤哥「Big鵰再現」，又
說大家只會影他下面，不會影樣，坤
哥傻笑掩飾尷尬。
之後Bobby又抱起龔嘉欣、麥明詩

及江嘉敏，笑言最輕是嘉欣，最重就
唔使講。隨後他們又玩吊高滑梯，阿
田以熱褲上陣，一度擔心走光，其間
又不停嗌「好驚」，惹笑連場。
架上墨鏡眼腫腫出席活動的Bobby

解釋因醞釀生眼瘡，原因是近期忙
於綵排舞台劇和宣傳，睡眠不足以
致上火。說到阿田在《我愛EYT》
趣劇裡遭曾志偉淋水，阿田強調：

「我無嬲，只是覺得意外，因綵排
時本來打算淋坤哥，我同陳豪避
開，怎知志偉拋物線淋過來也避不
到。反而覺得好玩，身上件衫是戲
服，就算是自己衫，淋的都是乾淨
水沒有所謂。」

龔嘉欣臨時轉Look
龔 嘉 欣 收 到 公 司 指 令 「 禁 性

感」，她相當聽話，原本準備好運動
bra top，最後配合指引，改以密實裝
束亮相，笑問她是否已把性感衣服
「封箱」，她笑說：「無呀，我是賣
內涵，公司指引幾好，大家的焦點不
用放在身形上，（台慶戰衣改樽

領？）來不及修改，台慶件衫是大
露背兼下身透視，上身有好多花花
遮住，最重要出來效果有美感和健
康。」
李佳芯早前入院切除卵巢囊腫，由

於傷口未完全復元，因此沒有參與遊
戲環節。說到公司指令要收起性感，
她謂：「我沒這煩惱，平時衣着打扮
都不會性感，就算性感都不會好低
胸，通常是露鎖骨和表情搭夠。」至
於在《誇》劇中有場陳豪裝作強姦她
的場面，她笑說：「我角色是個死
妹，陳豪只想嚇我，不過大家都有幻
想，我特登在入面着多件衫，所以扯
開衫時仍有多件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
台灣歌手楊丞琳昨日來港宣佈明
年2月24日舉行《2018 楊丞琳青
春住了誰世界巡迴演唱會香港
場》，被司儀形容由「可愛教
主」升級做「幸福教主」的她，
穿上斜膊露腰連身褲亮相，並以
流利廣東話向大家打招呼。
本身是廣東人的她因父親關係，

從小就有學廣東話，更特別鍾情香
港，能相隔5年後再到紅館開騷感
到親切。大會現場宣佈優先訂票已爆滿，並決定加開多
一場，楊丞琳希望歌迷不要為買不到飛而緊張，她本身
也想一直加場，最終要視乎場地和主辦方決定。她說：
「之前公司同事半恐嚇我，說紅館檔期很難搶，要排到
2019、2020年，沒想到與紅館的緣分來得這樣快。」
由於台北站演出尚未開始，楊丞琳坦言現在沒什麼個

唱內容可公佈，衷心感謝支持她的朋友，但表示會以青
春做主題，相信她是歌迷心目中的青春回憶一部分。嘉
賓方面她坦言也很難想，因為要配合環節有否火花或驚
喜，但強調會請香港嘉賓上台。至於會否請男友李榮浩
上台，她說：「不會，他也不會做樂手，我5年沒來紅
館，大家看我就好吧。」楊丞琳又稱現在為選曲頭痛，
因為入行18年出了10張專輯，要挑選25首歌出來很
難，感覺沒選的歌像殺掉小朋友一樣殘忍。對於昨日正
是她入行18周年紀念，她說：「老土點講一句，時間
一眨眼就過，18年來有很多複雜的心情，但我為人易忘
記不開心事，所以只留下開心感謝的心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文釗）湯
寶如前晚於九展舉行25周年演唱
會，獲好友周慧敏、袁潔瑩等人入
場支持，更邀得譚詠麟、陳曉東、
曹永廉等做表演嘉賓。湯記與曹永
廉因合作主持《流行經典50年》結
緣，二人合唱《相思風雨中》後，
台上即互不相讓取笑對方，阿廉笑
稱湯記手掌又肥又多肉，知她25歲
入行現在已50歲，湯記就還擊對方
少做演唱會嘉賓，正努力追到他54
歲之齡。
首次做表演嘉賓的阿廉，多謝湯

記不介意他唱得差，說：「我94年
出道，她92年出道，當時她已經是
遙不可及的師姐，今年我們合作
《流行經典50年》，有湯記在場我
信心大好多，因為她NG多。」輪
到嘉賓黎瑞恩出場時，湯記重提5
年前對方為她做嘉賓時不慎在樓梯
跌倒，她笑道：「今次為了你特登

沒做樓梯，慳回成本。」黎瑞恩解
釋上次不在狀態，湯記笑指現在沒
樓梯、沒機關就沒有事。
穿上金色閃衫的薛家燕登場唱《皆

大歡喜》，其間有男歌迷向她送上洋
娃娃，心花怒放的家燕姐笑言，想不
到自己一把年紀仍有吸引力，應該是
地心吸力的問題。陳曉東與湯記合唱
《打開天空》後被追何時開騷，他笑
言其實尚未簽約，但在公開場合不能
不講，率先宣佈明年2月在澳門舉行
第一場演唱會。

阿倫急才讚唱歌有味道
壓軸嘉賓譚詠麟在安歌環節出

場，與湯記大唱勁歌掀起最後高
潮，阿倫歡迎湯記加入「25歲」的
大家庭，表示在寶麗金年代雖未合
作過，但始終是自己人，對方一個
電話就立即答應前來，並大讚湯記
唱歌有味道，笑道：「湯寶如調轉

就是『如寶湯』，唱歌像飲補湯一
樣。」最後湯記唱《感冒》作完
結，表示會繼續追求音樂夢想。
完騷後湯記受訪，很多謝一班朋

友前來做嘉賓，最遺憾是請不到張
學友，因為對方要做巡迴，相信未
來仍有機會，希望可以跟譚詠麟和
學友合作。問到兒子有沒有來捧
場，湯記稱兒子發燒病倒，只逗留
一會就回家休息。下個目標會否是
再踏紅館，她說：「要儲多些歌，
紅館是每個歌手都想做到，上次20
周年都幾搏，做到紅館已經對自己
有交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
慶全）鄭希怡（Yumiko）
與黃伊汶（Emme）昨日出
席慈善義賣活動，Yumiko
表示她跟Emme分屬好友，
原來她2歲多大的女兒梁浸
浸與Emme的1歲8個月兒
子陳真亦就讀一間學校，由
於同住附近，因此兩個小朋
友會一同上學相當老友。
Yumiko坦言女兒好活躍，
故培養她跳舞、歌唱及彈
琴。 Emme則經常看書學教仔，感覺兒子天資聰敏，
但也要花點耐性教導。
Emme帶笑稱老公陳國坤已開始教兒子學耍雙節棍，

希望他學懂如何自衛，又可以「對抗」梁浸浸，她笑
說：「梁浸浸一見到陳真就相當肉緊，會走過來用手箍
實陳真條頸，試過不小心鎅到陳真塊臉，老公把口話男
仔無所謂，但亦很肉赤，不過梁浸浸是個與別不同又可
愛的女孩。」不如一起對親家？Emme笑指沒有想過，
現都是成長期的朋友，同住附近方便照應，Yumiko則
讚陳真好靚仔，即場向Emme打聽會否想對親家。

梁浸浸箍頸不慎傷陳真
黃伊汶爆老公教子自衛

Bobby笑坤哥「激凸」

阿田強調無嬲志偉

獲譚詠麟當正自己人 湯寶如遺憾請不到學友

楊丞琳紅館騷加場
不請李榮浩上台

穿上灰色冷衫便裝到來的世勛
只逗留5分鐘就離開，但已

吸引到超過500名粉絲到場，將每
層擠滿，有粉絲為求近距離見偶
像，更罔顧安全走到扶手電梯上拍
照。

每日餵奶泵奶辛苦
產後首度復工的胡杏兒表示，已

坐完月，只是尚未完全收身，她稱
因為曾與孫儷合作過，今次專程來
跟對方見面，老公也支持她出來工
作。問到湊囝囝是否辛苦，杏兒
說：「每日餵奶都辛苦，每隔幾個
小時就要泵奶，睡幾個鐘又要起
身。」杏兒昨日離開囝囝出外工作
也有不捨，所以暫時不會接長時間
的工作。至於杏兒會否全職做媽
媽，她表示不會，因為始終要工
作，最多是半兼職形式。取笑杏兒
在姊妹面前餵母乳，她說：「是
的，我好 open，而且又在自己家
中，沒有陌生男人，只是怕嚇倒她
們，因為上圍大了。」杏兒希望跟
姊妹們分享做媽咪的感覺，相信她
們將來都會經歷到。至於老公有否
幫湊囝囝，杏兒大讚老公很有經
驗，因為老公弟弟的兒子都由他湊
大，所以在換片、掃風很有心得。
孫儷就大讚杏兒是超強的媽媽並

回復得好，當年她生BB後都不敢像
杏兒這麼快出來見人。問到二人有
否交流湊仔經，孫儷表示不用，因
為網上有不少專業資訊。提到她早

前為兒子在上海主題公園開生日派
對，她說：「是的，有邀請兒子的
同學仔一齊玩，兒子對安排很滿
意，大家都玩得很開心。」孫儷稱
自己相機內存有一家幾口的親親
照，笑言會親到子女不讓她錫，並
稱妹妹見到哥哥生日會照片後，問
孫儷何時到她開生日會，她說：
「其實他們兄妹感情很好，間中也
有小爭拗，希望他們在健康環境中
一起成長。」

吳建豪戥「言林戀」開心
文詠珊（JM）早前患上手足口
病，昨晚見她已康復並精神奕奕，
她笑言現在已可大聲講說話，只是
手部仍有脫皮，她說：「發病頭5天
很辛苦，連飲水喝湯都不行。（男
友傳染？）我不想講，因為是他由
北京回來不適，初時以為是感冒就
去照顧他，結果原來是他先有病，
大家不要踢爆他。」因病缺席新片
首映的JM，表示現在已可做宣傳活
動，在患病期間每天只能在床上看
劇本，決定要調理好身體，明年才
再接新工作。

吳建豪對好拍檔言承旭公開與林
志玲拍拖一事，說：「It's great，我
之前也跟大家講過是好事，其實他
們兩個人開心就好，他們都是人好
和善良。」至於F4會否再聚首，吳
建豪反問大家仍想不想看，相信未
來總有機會再在一起。提到《流星
花園》再拍新版，吳建豪也有留
意，覺得新選角也挺帥，但未知會
否客串一角演出。
周柏豪日前違例泊車被網友譏做

「周圍泊車的阿豪」，他表示有留
意但不想多談，強調自己泊車位置
沒有影響到人，當時他被指帶女子
取車，那位女子正是他太太，並稱
活躍的藝人總是備受別人關注，以
後言行會更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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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全職湊仔 滿月即復工

■湯記重提5年前黎瑞恩為她做嘉
賓時不慎在樓梯跌倒。

■受「限性感令」影響，昨日一班女藝員的衣着好密實。

■左起：陳
豪、Bobby
及張繼聰玩
攀登高牆。 ■阿田玩吊高滑梯嚇得花容失色。

■楊丞琳以流利廣
東話打招呼。

■鄭希怡(左)聞黃伊汶
(右)爆其女頑皮事不禁遮
臉。

■■早前患上手足口病的早前患上手足口病的
文詠珊已康復文詠珊已康復。。

■■杏兒表示已坐杏兒表示已坐
完月完月，，只是尚未只是尚未
完全收身完全收身。。

■■孫儷早前為兒孫儷早前為兒
子在主題公園開子在主題公園開
生日派對生日派對。。

■■世勛只逗留世勛只逗留55分鐘就分鐘就
「「快閃快閃」。」。

■■阿倫歡迎湯記加入阿倫歡迎湯記加入
「「2525歲歲」」的大家庭的大家庭。。

■■吳建豪有留意新版
《流星花園》。


